
北交所指数投资时代开启

首批北证50指数基金首日发行平稳

本报记者 杨皖玉 张舒琳

继上报四日即火速获批之后，首批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迅速开

始募集。 11月29日，8只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同日发售，多只基金设

置5亿元的募集上限。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首批北证50成份指数型

基金首日整体发行平稳，符合当前市场预期。

将开发更多配套基金产品

11月29日，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广发基金、富国基金、汇添富基

金、南方基金、嘉实基金、招商基金8家基金公司旗下北证50成份指数

型基金同时首发。 中国证券报记者向上述基金公司了解到，发行首日，

首批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募集情况虽没有呈现出火爆的场面，但整

体发行平稳。

11月21日，北交所首只指数“北证50成份指数”上线。 11月25日，

8家头部基金公司上报的首批北交所指数基金———北证50成份指数型

基金即获批。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9日收盘， 北证50成份指数报收

1023.45点，较10月28日上涨6.79%，整体表现平稳。

“北交所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 聚焦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嘉实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北证50成份指数选取北

交所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市场代表性的50只个股，其中有19只是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首批8只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募集起始日相同， 募集截止日则

有所不同，大多在12月中旬结束募集。同时，多数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

金募集规模上限定为5亿份。 嘉实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未对募集规

模进行限制，南方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将募集上限定在4.99亿份。

随着北交所步入指数投资时代，未来市场主体将开发更多北证50

配套基金产品。 日前，北交所董事长周贵华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

提出，“持续丰富完善市场指数体系， 积极探索推出LOF、ETF等北交

所上市基金产品” 。

吸引增量资金流入

对于首批北交所指数基金的发行，基金公司积极备战。11月29日，

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南方基金、广发基金、招商基金、嘉实基金等多

家公募公司均开展了“专精特新” 主题投资相关直播，由拟任基金经

理讲解投资机遇。

南方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李佳亮在直播中表示，

目前北证50成份指数是市场上唯一投资于北交所的指数，呈现出创新

性、高成长性、估值相对较低的“超小盘”风格。在机构看来，北证50成

份指数型基金能够帮助投资者“一键分享” 北交所股票的投资机遇。

嘉实基金表示，对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说，北交所投资门槛较高，首批北

交所指数产品发行，将更好地满足普通投资者参与北交所市场的投资

需求，有助于把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投资机遇，将为市场引入更

多的增量资金和多样化的投资者。

富国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拟任基金经理王乐乐表示，北证50相

关指数基金发行，一方面将吸引更多增量资金流入，另一方面将为投

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工具，进一步完善北交所市场流动性、投资者结

构。 总体来看，指数及指数化投资在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服务实体经

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通过指数化投资进一步引导社

会资本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视觉中国图片

蓝筹股加速上扬 一线私募激辩“能走多远”

●本报记者 王辉

11月以来表现强势的地产、银行、保险、

证券等低估值蓝筹品种，29日再度联袂走强。

多家一线私募机构表示， 近期多个行业的蓝

筹品种加速上涨，在政策面、消息面均有重要

驱动因素，短期有望继续维持强势。 对于蓝筹

股本轮行情“能走多远” ，私募业内分歧较明

显。 就应对策略而言，精细挖掘结构性机会，

是受访私募较一致的选择。

多因素驱动蓝筹股走强

受多重利好因素影响，29日A股市场低估

值蓝筹品种显现强势。 截至收盘，金融、地产、

建筑、建材等传统行业的蓝筹股纷纷大涨。

汐泰投资执行董事、投资总监朱纪刚称，

带动近期相关低估值蓝筹品种持续上涨的驱

动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11月中旬以来

市场长时间呈现震荡格局， 风险偏好有所反

复，而蓝筹品种整体静态估值相对便宜，在风

险偏好回落的情形下具有优势； 二是相关强

势板块蓝筹股多为央企国企， 抵御风险的能

力较强；三是这些品种近年涨幅较小，股价绝

对位置相对偏低，资金流入这些品种的“心理

压力较小” 。此外，“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引

发市场高度关注， 这一提法有助于提升市场

对国有上市企业的关注度， 并使得投资者对

企业估值层面的各类因素做进一步的研究和

探讨，强化了相关上市公司在新环境下的“资

产价格预期” 。

明泽投资董事总经理马科伟认为，11月

以来， 大盘价值风格取得明显超额收益，目

前市场风格偏向于低估值蓝筹品种，主要与

近期政策面、消息面密切关联。 特别是银行、

保险等板块， 投资者的谨慎预期有所降低，

市场信心有所恢复。 11月29日的蓝筹股表现

进一步反映出投资者对于经济稳定增长的

积极预期。

行情“定性”存分歧

通联数据的最新监测显示， 截至11月29

日收盘，相较于本轮市场反弹启动时的低点，

房地产板块指数、 保险板块指数累计涨幅已

达30%左右，银行、证券、建材、建筑等行业板

块反弹幅度也达15%左右。 即便如此，相关蓝

筹行业板块指数的市盈率水平， 仍处于近三

年偏低的历史分位。 目前受访私募机构对于

低估值蓝筹品种本轮行情“能走多远” ，存在

明显分歧。

马科伟认为， 当前A股市场仍未彻底扭

转存量博弈的格局，从短中期而言，估值体系

的“新引导” 和基本面后续的持续改善，可能

推动低估值蓝筹品种作为市场主线， 延续相

对强势的表现。 如果后期宏观环境进一步显

著向好，低估值蓝筹品种完全存在“展开长期

上升趋势” 的可能。

蝶威资产研究总监濮元恺称， 流动性充

裕、 均值回归的动力以及经济复苏的传导效

应，在现阶段均支持低估值蓝筹品种的崛起，

年底的时间窗口也相对有利低估值蓝筹品种

的表现。

陶山投资基金经理陈远翔则相对谨慎。

他称，市场风险偏好短期出现变化，但政策导

向只是影响市场估值体系的一个因素。 类似

国企、央企等蓝筹品种的“估值重塑” ，仅依

靠市场风险偏好改变难以实现。

朱纪刚也强调，当前基本面与市场中期修

复的趋势比较明确，但投资者对于修复的节奏

和风险，分歧依然较大，后市仍可能表现出资

金博弈和板块快速轮动的交易特征。对于本轮

低估值蓝筹品种的行情，目前来看仍属于短期

修复，中期是否持续走强取决于这些品种所属

行业基本面是否会进一步出现改善。

进行多维度布局

尽管受访私募机构对于本轮低估值蓝筹

品种行情的预期分歧较大， 但从中精细挖掘

相关结构性机会仍成为一致预期。

陈远翔称， 在部分行业格局中， 市场对

“老牌央企、国企” 等企业持续给予显著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的估值。 一些系统性重要行业

如银行、石油，或存在较好投资机会。

濮元恺称，从量化投资维度来看，量价类

因子和多数基本面类因子对量化策略收益能

力提升明显。从策略应对和风险偏好角度看，

当前一段时间将更加关注低市盈率和低市净

率个股，也会在量化因子方面挖掘投资机会。

马科伟表示， 目前可适当布局碳中和主

题的低估值蓝筹品种， 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基

建等行业板块。

朱纪刚介绍，在低估值蓝筹投资方面，已

进行了一些“泛地产类个股” 的布局，但相关

仓位比重并不太高。 考虑到低估值蓝筹品种

多数均属传统行业，成长属性偏弱、长期成长

空间相对不大。 如果未来相关板块内出现较

好的行业中期改善机会， 或者是成长性突出

的个股，将进行积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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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发更多配套基金产品

11月29日，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广发

基金、富国基金、汇添富基金、南方基金、嘉

实基金、 招商基金8家基金公司旗下北证50

成份指数型基金同时首发。中国证券报记者

向上述基金公司了解到，发行首日，首批北

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募集情况虽没有呈现

出火爆的场面，但整体发行平稳。

11月21日，北交所首只指数“北证50成

份指数”上线。 11月25日，8家头部基金公司

上报的首批北交所指数基金———北证50成

份指数型基金即获批。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29日收盘，北

证50成份指数报收1023.45点， 较10月28日

上涨6.79%，整体表现平稳。

“北交所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

场定位，聚焦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 嘉

实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北证50成份指数选

取北交所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市场代表

性的50只个股，其中有19只是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首批8只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募集起

始日相同，募集截止日则有所不同，大多在

12月中旬结束募集。 同时，多数北证50成份

指数型基金募集规模上限定为5亿份。 嘉实

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未对募集规模进行

限制，南方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将募集上

限定在4.99亿份。

随着北交所步入指数投资时代，未来市场

主体将开发更多北证50配套基金产品。 日前，

北交所董事长周贵华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

上提出，“持续丰富完善市场指数体系，积极探

索推出LOF、ETF等北交所上市基金产品” 。

吸引增量资金流入

对于首批北交所指数基金的发行，基金公

司积极备战。 11月29日，易方达基金、富国基

金、南方基金、广发基金、招商基金、嘉实基金

等多家公募公司均开展了“专精特新”主题投

资相关直播，由拟任基金经理讲解投资机遇。

南方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拟任基金

经理李佳亮在直播中表示，目前北证50成份

指数是市场上唯一投资于北交所的指数，呈

现出创新性、高成长性、估值相对较低的“超

小盘”风格。在机构看来，北证50成份指数型

基金能够帮助投资者“一键分享” 北交所股

票的投资机遇。 嘉实基金表示，对很多个人

投资者来说，北交所投资门槛较高，首批北

交所指数产品发行，将更好地满足普通投资

者参与北交所市场的投资需求，有助于把握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投资机遇，将为市

场引入更多的增量资金和多样化的投资者。

富国北证50成份指数型基金拟任基金经

理王乐乐表示，北证50相关指数基金发行，一

方面将吸引更多增量资金流入， 另一方面将

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工具， 进一步完善

北交所市场流动性、投资者结构。 总体来看，

指数及指数化投资在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

作用， 通过指数化投资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继上报四日即火速

获批之后，首批北证50

成份指数型基金迅速

开始募集。 11月29日，8

只北证50成份指数型

基金同日发售，多只基

金设置5亿元的募集上

限。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到，首批北证50成份

指数型基金首日整体

发行平稳，符合当前市

场预期。

北交所指数投资时代开启

首批北证50指数基金首日发行平稳

规模排名有取舍

绩优基金年底限购存玄机

●本报记者 张凌之 万宇

临近年底，频频有基金发布“限购令” ，控制产

品规模。其中，既有信澳研究优选等由知名基金经理

掌舵的产品，也有景顺长城中国回报混合、融通先进

制造等绩优产品。业内人士分析，限购控规模或是基

金产品维持较好业绩的方式之一。 也有机构对接下

来的市场行情相对乐观，开放大额申购，在年底吸引

资金，为来年行情做准备。

多只基金宣布限购

11月29日，多家基金公司发布旗下基金产品限

制申购的公告。 富国基金发布公告称，为了保证基

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富国清洁

能源产业自11月29日起对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

各类份额日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 （不含1000万

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进

行限制。

11月28日，知名基金经理冯明远管理的信澳研

究优选宣布限购。公告显示，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利益，11月28日起， 信澳研究优选暂停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即单日每个基金账

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该基金的

最高金额为500万元。

近期，还有多只权益类基金均发布“限购令” 。

融通先进制造混合、富安达消费主题混合、东方核心

动力混合、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等，均发

布了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的

公告。

另外，浦银安盛盛跃纯债债券、汇添富稳利60

天短债、前海联合润盈短债、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

等不少债券型基金近期也纷纷发布“限购令” ，暂停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不过，也有基金在年终之际开门迎客。中欧精选

定期开放混合、鑫元鸿利债券、长城聚利债券、富国

融甄混合、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等近期公告， 开放申

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绩优基金限规模保业绩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发现，一些下了“限购令”

的基金在今年业绩表现较好。 比如景顺长城基金公

告，11月22日起，投资人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

额投资）或转换转入景顺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 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请应小于或等于

1000万元。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1月28日，该基

金今年以来的收益率为10.85%，近六个月来的收益

率达14.43%。

融通先进制造混合也在近期限制大额申购，该

基金同样在今年取得了较好业绩。 该基金成立于今

年2月22日，截至11月28日，融通先进制造混合（A

份额）成立以来的收益率达13.84%。

一些今年业绩排名靠前的绩优基金限购已

久，如缪玮彬管理的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截至

11月28日， 该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率达34.70%，暂

位今年主动权益类产品收益率排名第四。 该基金

自8月15日起便开始暂停申购， 此前该基金还多

次限制大额申购， 单日单账户限制申购金额一度

仅有50元。

今年主动权益类产品收益率排名仅次于金元顺

安元启灵活配置的招商核心竞争力，同样早已限购。

截至11月28日，招商核心竞争力（A份额）今年以来

收益率为30.83%，该基金从10月19日开始暂停大额

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

通过控制申购维持基金规模“保业绩” 是业内

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某公募基金渠道人士坦言，对

基金经理来说，相比管理规模，业绩可能更重要。 另

一位基金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新申购资金

一定程度上将摊薄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增

加了基金净值提升的难度。 ” 为了让产品有相对更

好的排名， 不少基金经理会提出限制申购以维持合

理的基金管理规模。

中长期机遇大于风险

也有公募基金人士认为， 年底应该趁势吸引规

模，为跨年行情做好准备，开放大额申购的基金或是

出于这种考虑，多家机构也对跨年行情表示乐观。

“2022年底至2023年一季度，大概率会看到宏

观经济出现拐点， 从而带来市场较大的估值修复机

会。 ” 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预计。

泰达宏利基金表示， 当前市场处于业绩底、估

值底和情绪底“三重底” 位置，未来进一步调整空

间有限。 短期来看，政策预期将成为年底行情的主

要驱动力。

富国基金认为，当前整体市场在底部区域，中长

期机遇大于风险。 短期节奏上， 市场或呈现震荡格

局。 结构上，行业持续轮动，资金继续“寻补涨” 。短

期银行、地产板块关注度提升，中期可关注发展和安

全两大主线。

魏凤春表示，TMT和医药板块可逢低布局，消

费、传媒、地产板块存在阶段性机会，短期还可关注

低估值且有基本面支撑的国企投资主题。

泰达宏利基金表示， 当前配置重点关注预期不

断攀升的“稳增长”和中长期确定性强的“大安全”

两大主线。“稳增长” 方面，可重点关注房地产及地

产链、金融、医药以及新基建板块；在“大安全” 方

面，可重点关注国防安全、供应链安全、信创、机械等

板块。

●本报记者 杨皖玉 张舒琳

浦江潮涌 “黄金三角” 描绘上海新未来

（上接A01版）“在2000多家金融企业所

形成的集聚效应下，目前虹口区金融产业的年

税收体量已达120亿元左右，其中37家年度纳

税额过亿元。 ” 前述负责人告诉记者，虹口区

金融企业规模相对比较均衡，不会存在因个别

规模较大的金融企业经营波动而影响整体金

融产业发展水平，同时也能较好地控制风险。

虹口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虹口区金融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关键在于金融企业扶植政

策的系统性、连续性，以及区金融办市场化运行

机制等。“经过多年发展，虹口金融产业整体发

展环境建设已较为完善， 从早前不断向外拓展

优质金融企业入驻， 到如今不断有金融企业主

动将落户虹口作为第一选择。可以说，上海虹口

在金融圈已经积累出了良好的口碑。 ”

双向选择

“扎根上海是毫无疑问的，选择虹口更是

幸运的。 ”尽管已时隔多年，但谈及当年选择

落户虹口， 华兴证券副总经理贺意的脸上洋

溢着笑容。

2016年，华兴证券（彼时名为“华菁证

券” ） 作为CEPA项下获准成立的第二家券

商，正式落户上海虹口。 华兴证券的大股东华

兴资本创始人兼CEO包凡就明确表示， 在申

请过程中， 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监管机构的

大力支持， 也让华兴见识到了简政放权以后

政府办事的效率。

“作为一家年轻的证券公司，从在虹口落

户之初租房方面的协调， 到业务开展的帮助，

再到主动调研了解企业发展痛点，给出实质措

施和建议，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虹口金融业之所

以能够不断跃升的背后驱动力。 ”贺意说。

近年将办公地址迁到虹口的汇安基金颇

有感触。

“公司成立最初两年办公地在陆家嘴。 ”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窦

星华坦言，“随着虹口北外滩的快速发展和建

设， 各类基础设施的陆续落地以及交通的不

断便利， 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办公地址及时搬

迁过来。 ”

“事实上，这是一个双向选择，一方面虹

口在筛选优质金融企业， 并给予最大力度的

扶持政策；另一方面企业也在做选择，选择未

来发展增速快且确定的地区， 这道选择题做

对了无疑将给企业发展带来极大的增量空

间。 ” 窦星华说。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彦

杰告诉记者， 对国投瑞银这样一家合资公司

而言， 具有国际化背景和企业家精神的上海

虹口天然契合金融机构落户发展。

吸引形态各异的金融机构落户， 正是虹

口区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之一。

“陆家嘴已经吸引了体量最大的一部分

金融机构，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政策吸引，把

体量适中，能带来实实在在税收收入、风险分

散的机构集聚在一起。”虹口区金融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 一大批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

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DLP（合格

境内有限合伙人） 试点企业以及外资金融企

业相继入驻虹口。 今年1至10月，虹口区金融

产业税收同比增幅2.5%， 占全区税收比重超

20%，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的企稳和复苏，北

外滩资管高地基础日益巩固，特色愈发明显。

“三角锚固”

如果说陆家嘴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杰出成

果，那么虹口北外滩应该是新时代上海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标杆。 新时代背景下，北外滩被赋

予了全新的使命———与外滩、陆家嘴共同形成

上海“黄金三角” 核心商务区战略高地，推动

上海永立潮头，实干笃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经年累月的金融产业探索， 考验着虹口

的转型应变能力， 也培育出以北外滩为代表

的虹口金融产业“试验田” 。 正是在数个类似

北外滩“块” 的交织构联下，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的“面” 才能宽阔且稳固。

虹口区金融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虹

口区金融局实际扶持资金支出在3000万元左

右，主要包含企业的投资奖励、租房补贴和会

展补贴等内容， 以及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展示

的创新成果以及与金融机构对接的机会，进

一步助力产业集聚。

解燃眉之急，助健康发展。 多家受访企业

表示， 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念贯穿

于虹口区志在推动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每一个环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企

业切实体会到了积极发挥政策性融资平台对

实体经济“输血增氧” 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有了这两笔救急款， 员工的心态稳了，

公司的业务也得以加速推进。”六感科技财务

负责人邵梅青介绍，在虹口区人社局、虹口区

科委的协助下， 六感科技不久前顺利拿到了

300万元的创业助力贷和500万元的科技履

约贷，有力保障了企业发展。“实体企业真正

感受到了金融血脉的助力。 ”邵梅青说。

“下一步会持续大力推进金融服务实体，

继续助推虹口区企业改制上市及已上市企业

的持续发展。 ”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虹口区

金融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与上交所、深交

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外，今后将与北交所强化

联动，携手加强主板、科创板和北交所上市企

业培育和服务。 同时，鼓励期货风险管理公司

探索多业务模式服务中小企业有效规避价格

大幅波动风险，降低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